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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PL 借 AdMob 廣告之力，網羅大批使用者

COLOPL Inc. 於 2008 年 10 月 1 日創立以來，適地性行動遊戲應用程式和平台

一直是該公司的主力開發產品。COLOPL 最初的服務開發對象是功能型手機，

從 2011 年秋天起，才逐漸將重點轉移到不斷成長的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市場；自

此之後，來自智慧型手機的營收迅速飆升，不過短短兩年就佔總銷售額的 90%。 

COLOPL 在 2013 年的銷售量比 2012 年暴增 330%，也因此在 Google Play 上勇

奪「Top Developer」(頂尖開發商) 的頭銜。該公司已於 2012 年 12 月正式在東

京證券交易所 Mothers 市場上市。

COLOPL 拿出獨門功夫在廣告組合策略上出奇招，讓自家產品在智慧型手機應用

程式市場中掀起熱潮；該公司先接連推出令人愛不釋手的免費遊戲應用程式來網

羅使用者，累積人氣，接著在應用程式中導入 AdMob 廣告來營利，並製作內部

廣告來宣傳自家產品和付費應用程式。

讓人一試成主顧的 AdMob 免費內部廣告功能
公司營運初上軌道，當時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業務尚未成熟的 COLOPL 就看準線

上廣告潛力，下定決心放送廣告做為獲利模式，但他們也想製作內部廣告來宣傳

自家產品，吸引更多使用者。AdMob 一次滿足了這兩個需求：它不但擁有獲利能

力驚人的紮實廣告服務架構，更兼具免費內部廣告功能，順理成章在眾多廣告服

務中脫穎而出，成為 COLOPL 的理想廣告夥伴。COLOPL 社長暨執行長馬場功淳

解釋道：「導入 AdMob 廣告後，我們免費應用程式的獲利節節攀升，再加上放

送內部廣告的策略果然見效，廣告宣傳的應用程式內購物服務不斷有收益進帳，

整體成效斐然。我們在多方實驗後，發現付費廣告和內部廣告保持約 50/50 的均

衡比例時，效果最好。」

為應用程式量身打造廣告組合策略
COLOPL 大刀闊斧地全面導入廣告組合策略來拓展業務，果然獲得亮眼成效。 

他們的第一款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是「Kuma the Bear」，內有多款休閒

小遊戲；至 2013 年 9 月為止，這個應用程式的下載量已超過 2700 萬次。

「COLOPL」已成為優質遊戲的代名詞，人氣不斷攀升。

如今，龐大的使用者群成為該公司的獲利來源。藉著結合「Kuma the Bear」系

列熱門休閒小遊戲和 AdMob 廣告的威力，再安插內部廣告來宣傳自家應用程式內

的購物服務，刺激使用者的消費慾，COLOPL 的廣告組合策略奏效，獲利激增。

自從導入 AdMob，應用程式搖身一變成為利潤來源，再也不需外來資金扶助。 

COLOPL 還設定廣告刊登時機，並維持內部廣告/付費廣告的數量平衡； 

這些措施不但有效改善內部廣告的管理作業，也大幅提升成本效益。舉例來說，

「Kuma the Bear」系列有多個遊戲對女性玩家特別有吸引力；該公司理所當然

地順應情勢，放送內容更俏皮可愛的橫幅廣告來打動女性玩家的心。

COLOPL, Inc.

• http://colopl.co.jp/

摘要

• 為了實現「生活化娛樂」的承諾，COLOPL 致
力為智慧型手機開發及經營適地性遊戲應用程

式及相關平台。該公司旗下「Kuma the Bear」

品牌已推出多款知名的優質智慧型手機休閒應

用程式；以「Nightbird Trigger」(一瞬間的空

隙) 為例，在短短 40 天內就累積 100 萬次下

載。另外，COLOPL 也積極開發大型的線上遊

戲應用程式鉅作，例如「Pro Baseball PRIDE」

。目前，該公司的新作「Quiz RPG: The World 
of Mystic Wiz」角色扮演遊戲更在玩家之間刮

起一陣旋風，人氣直線攀升；發行至今只有短

短 8 個月，下載量已突破 1300 萬次。

• 創立於 2008 年 10 月 1 日。

• 於 2012 年 12 月在東京證券交易所 Mothers  
市場上市。

• 聘有 306 名員工 (2013 年 9 月人數)。

簡介

「一說到靠廣告刊登位置及內部廣告來
營利，Google 簡易好用、種類齊全的
廣告服務絕對是不二選擇。我們當初決
定選用 Google 廣告服務，正是看準它
的顯著優勢。」

馬場功淳， 
COLOPL, Inc. 社長暨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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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頁廣告效果驚人，成效是一般廣告刊登位置的 70 倍
導入 AdMob 後，COLOPL 比較了一般廣告刊登位置和內部廣告，發現後者提高

點閱率和轉換率的效果非常突出，插頁廣告模式的內部廣告效益更是驚人。 

和一般廣告刊登位置相比，內容廣告的轉換率有時可高出 70 倍。對此，馬場功

淳提出他的見解：「插頁廣告能夠投其所好，顯示使用者感興趣的內容；靠著這

項優勢，我們的點閱率大幅飆升，有效吸引大量使用者。為避免損傷品牌價值，

我們也嚴格控管插頁廣告的顯示頻率，避免讓使用者一而再、再而三看到重複廣

告。另外，我們也盡心盡力以出色的廣告品質搏得使用者好感。」

插頁廣告
未來願景 
「目前，『Kuma the Bear』每個月為輕度玩家推出三到四款「輕量級」 
遊戲應用程式，活躍的忠實使用者約有 3 百萬人。我們希望在兼顧愉快使用
體驗的前提下，繼續透過 AdMob 放送插頁廣告，進一步提高廣告曝光促成的
轉換次數，並加強廣告組合策略的效益。」

馬場功淳接著表示：「外國使用者對 AdMob 廣告的反應不錯，希望我們為海外

市場精心開發的應用程式也能創下類似佳績；我們計劃為中度玩家打造一系列偏

休閒取向的遊戲應用程式，這類應用程式在海外市場頗受歡迎。本公司打造了多

款遊戲應用程式，滿足輕度、中度和重度玩家的喜好；讓這些應用程式發揮產能

並創造最高獲利，正是我們努力實踐的目標。COLOPL 將繼續秉持『下定決心，

勇往直前』的企業文化，積極在國內外推動這項策略並拓展業務。」

「一說到靠廣告刊登位置及內部廣告來營利，Google 簡易好用、種類齊全的廣告

服務絕對是不二選擇；我們當初決定選用 Google 廣告服務，正是看準它的顯著

優勢，以及多樣化的服務。再加上 Google 長久以來深耕搜尋廣告業，服務架構

完整紮實，業界龍頭的頭銜當之無愧。我們樂見 Google 繼續推陳出新，推出媲

美搜尋廣告的智慧型手機多媒體廣告服務。」

目標

• 提升免費遊戲的效益

• 透過內部廣告，提高應用程式內購的

營收

做法

• 為休閒小遊戲 (Kuma the Bear 系列)  

導入 AdMob 廣告

• 運用 AdMob 免費的內部廣告功能， 

開發更多新使用者

成果

• 拓展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業務後， 

2013 年的總銷售額比 2012 年暴增 

330%

• 借 AdMob 之力，提高內部廣告的點閱

率和轉換率

• 插頁廣告帶來突出成效，廣告曝光促

成的轉換次數比一般廣告刊登位置高

出 70 倍

AdMob
AdMob 是全球規模最大的智慧型手機應

用程式專屬廣告聯播網，可透過多個平

台放送廣告，覆蓋範圍廣佈世界各地，

再加上靈活的管理系統和免費的內部廣

告功能，絕對是應用程式開發商的得力

營利夥伴。

• 如需更多資訊，請前往： 
http://www.google.com/ads/adm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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